
排名 学校名称 节目名字 类别 组别 获奖等次

1 西华师范大学 《似水流年》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2 电子科技大学 《巴山铰子》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3 内江师范学院 《忆·红》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4 内江师范学院 《乐陶陶》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5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小白花》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6 西南财经大学 《永远的课堂》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7 阿坝师范学院 《永远的脚步》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8 西昌学院 《达红扎妮》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9 乐山师范学院 《战火中的青春》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10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绣咏·麻柳》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11 西昌学院 《报告教官》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12 四川师范大学 《远山不远》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13 成都大学 《太阳鼓》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14 四川警察学院 《在路上》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14 乐山师范学院 《弦歌声声》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16 西华大学 《同一个妈妈》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17 西南医科大学 《誓言》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18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一袭龙井香》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19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钓翁》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20 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青春无悔戍边疆》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21 成都中医药大学 《杏林神韵》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22 四川师范大学 《盟》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23 西南交通大学 《书写新时代的复兴号》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24 成都体育学院 《那一抹中国红》 舞蹈 甲组 一等奖

25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鼓韵新声》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26 成都理工大学 《绣》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27 西南科技大学 《梦想的翅膀》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28 四川警察学院 《国旗下的誓言》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29 四川农业大学 《我们的歌》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30
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荞麦花开》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31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丝路》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32 四川轻化工大学 《剪梦人》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33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农·情》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34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葳蕤》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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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绵阳师范学院 《共和国脊梁》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36 西南科技大学 《捂不住的爱》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37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山灵》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38 攀枝花学院 《三线记忆》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39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七月间·荔枝甜》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40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都市摆渡人》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41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生命至上》-致敬川航英雄
机祖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42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太阳出来一团火》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43 阿坝职业学院 《拉忠》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44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醉春风》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45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遇见》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46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 《“疫”起战斗》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47 四川旅游学院 《九州同》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48 天府新区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筑梦·启航》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49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蝴蝶泉边》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50 四川轻化工大学 《曲调》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51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蜀锦绣缘》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52 西南石油大学 《马兰花魂》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53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一生守候》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54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石壁绝响》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55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守护》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56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向着光》 舞蹈 甲组 二等奖

57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为爱前行》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58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希望的芬芳》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59 西南石油大学 《蜀乡茶觅》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6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无名的功勋》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61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致敬“八百壮士”》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62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我等你》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6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蜀中绣女》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64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蜀绣》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65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大中国》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66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祖国不会忘记我》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67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黄河颂》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68 成都中医药大学 《鸡毛信》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69 四川旅游学院 《How运来》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70 成都医学院 《诗韵巴蜀》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71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额尔古纳河》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72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银塑》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73 成都东软学院 《芳华》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74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一条大河》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75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我们的未来式》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76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万泉河水》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77 四川文轩职业学院 《梦想启航》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78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秀色》 舞蹈 甲组 三等奖

1 四川师范大学 《走祥云》 舞蹈 乙组 一等奖

2 西华大学 《想你》 舞蹈 乙组 一等奖

3 西南民族大学 《阳光下》 舞蹈 乙组 一等奖

4 四川大学 《都荷忆象》 舞蹈 乙组 一等奖

5 四川文理学院 《痕美》 舞蹈 乙组 一等奖

6 四川文理学院 《那一年的大巴山》 舞蹈 乙组 一等奖

7 四川文理学院 《我的巴山·我的娘》 舞蹈 乙组 一等奖

8 西南民族大学 《高原之舟》 舞蹈 乙组 一等奖

9 四川大学 《到祖国需要的地方》 舞蹈 乙组 一等奖

10 阿坝师范学院 《致富路上》 舞蹈 乙组 一等奖

11 四川文理学院 《丰收铰响》 舞蹈 乙组 一等奖

12 西华师范大学 《河》 舞蹈 乙组 一等奖

13 四川音乐学院 《百年》 舞蹈 乙组 二等奖

14 四川大学 《春满杏林》 舞蹈 乙组 二等奖

15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最美逆行者》 舞蹈 乙组 二等奖

16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草方格》 舞蹈 乙组 二等奖

17 四川音乐学院 《我走您的路》 舞蹈 乙组 二等奖

18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古嫫阿芝·心翔》 舞蹈 乙组 二等奖

19 四川大学 《您是今生最美的花》 舞蹈 乙组 二等奖

20 内江师范学院 《叶脉成画》 舞蹈 乙组 二等奖

21 四川传媒学院 《青山绿水》 舞蹈 乙组 二等奖

22 四川大学 《黑暗中的光》 舞蹈 乙组 二等奖

23 四川大学 《作格阿娘》 舞蹈 乙组 二等奖

24 成都体育学院 《祖国花季正当时》 舞蹈 乙组 二等奖

25 西南民族大学 《心燃》 舞蹈 乙组 二等奖

26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绣球·抛》 舞蹈 乙组 二等奖

27 西南民族大学 《花儿纳吉》 舞蹈 乙组 二等奖

28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姥姥的衣坊》 舞蹈 乙组 三等奖

29 四川轻化工大学 《红岩魂》 舞蹈 乙组 三等奖

30 四川工商学院 《三星堆奇缘》 舞蹈 乙组 三等奖

31 四川工商学院 《雪域hip-hop》 舞蹈 乙组 三等奖

32 四川工商学院 《九儿》 舞蹈 乙组 三等奖



33 四川大学 《逆行者之歌》 舞蹈 乙组 三等奖

34 四川传媒学院 《幸福家苑》 舞蹈 乙组 三等奖

35 四川工商学院 《宴》 舞蹈 乙组 三等奖

36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 《“疫”·情》 舞蹈 乙组 三等奖

37 四川工商学院 《倩女幽魂》 舞蹈 乙组 三等奖



排名 学校名称 节目名字 类别 组别
获奖等

次
1 电子科技大学 《愿》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2 四川文理学院 《布谷》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3 西南交通大学 《新青年》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4 西南交通大学 《筑梦未来》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5 阿坝师范学院 《德基吉蓝》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6 西昌学院 《山唱》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7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中国脊梁》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8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库斯克邮车》《太阳出来啦》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9 内江师范学院 《这山没有那山高》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1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蜗牛》《夜空中最亮的星》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11 成都体育学院 《渴望光荣》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12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阿里郎》《羊角花开》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13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大江东去》《 香格里拉 》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14 四川大学 《川腔•川调•天府谣》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15 四川农业大学 《九寨我会再来》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16 成都工业学院 《四海》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17 电子科技大学 《我有一个梦》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18 成都工业学院 《月光下的羊角花》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19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秋天，我们在这里》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20 成都中医药大学 《摘菜调》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21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高原彩虹》《Adiemus》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22 四川大学 《永远的红梅赞》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23 西南财经大学 《光华里的你》 《火车托卡塔》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24 四川警察学院 《壮志逐梦》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25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绿叶对根的情谊》《我喜欢》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26 成都师范学院 《崴撒罗》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27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明天就是下一生》《Dravidian
Dithyramb》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28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山风一样自由》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29 成都医学院 《世纪春雨》《茉莉花》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30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可惜不是你》《四海》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31 四川农业大学 《黑白》《空城计》《阿央洛》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32 西南医科大学 《再回首》《天使的身影》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33 西南科技大学 《好想隔空拥抱你》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34 攀枝花学院 《大漠之夜》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35 西南科技大学 《如果有来生》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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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回忆》 《乘胜进军》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37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川江的故事》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38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彩虹》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39 成都理工大学 《拥抱蓝色的星球》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40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山茶树下》《凤阳歌》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41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传奇》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42 西南石油大学 《彩虹》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42 攀枝花学院 《梦中的额吉》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44 西华大学 《卷珠帘,七子之歌+东方之珠》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45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西风的话》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46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天空》《东方之珠》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47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牧歌》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48 四川体育职业学院 《让世界充满爱》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4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不忘初心》《中国进入新时代》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50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爱》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51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贝加尔湖》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52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 《想你的365天》《心中的暖阳》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53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与你同航》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54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星火》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55 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传奇》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56 成都中医药大学 《我爱你中国》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57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不了情》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58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梨花又开放》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59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可惜不是你》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60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我和我的祖国》 《南泥湾》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61 天府新区信息职业学院 《大鱼》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62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传奇FLY》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62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月亮代表我的心+中国民用航空飞
行学院校歌》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64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启航》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65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平凡的守望》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66 西南石油大学 《追寻》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67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青春心向党》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68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不忘初心》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1 成都大学 《彝歌》 声乐 乙组 一等奖

2 西南交通大学 《高铁开到尔玛人家》 声乐 乙组 一等奖

3 四川师范大学 《月光下的九寨》 声乐 乙组 一等奖

4 四川音乐学院 《一样的炊烟》 声乐 乙组 一等奖

5 西南民族大学 《嘉绒四季·打麦歌》《咚白让》 声乐 乙组 一等奖



6 内江师范学院 《小河淌水》《击鼓》 声乐 乙组 一等奖

7 四川音乐学院 《藏羌情》 声乐 乙组 一等奖

8 阿坝师范学院 《斯伊纳吉莎》 声乐 乙组 一等奖

9 四川音乐学院 《青年，中国青年》 声乐 乙组 一等奖

10 绵阳师范学院
《看这一树花开》《为要寻一个明
星》

声乐 乙组 一等奖

11 四川音乐学院 《祖国啊，亲爱的祖国》 声乐 乙组 一等奖

12 西南交通大学 《昼夜行》 声乐 乙组 一等奖

13 西昌学院 《莎尔孜莫》《诺苏新时代》 声乐 乙组 一等奖

14 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清音《青春岁月创辉煌》 声乐 乙组 二等奖

15 西华大学 《彝歌》 声乐 乙组 二等奖

16 西华大学 《数蛤蟆》 声乐 乙组 二等奖

17 四川音乐学院 《和合之美》 声乐 乙组 二等奖

18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樱花》《新·清平乐·村居》 声乐 乙组 二等奖

19 西华大学 《一样的炊烟》《水母鸡》 声乐 乙组 二等奖

20 四川轻化工大学 《富顺豆花》 声乐 乙组 二等奖

21 成都文理学院 《今年夏天》 声乐 乙组 二等奖

22 西华师范大学 《大江东去》《祖国万岁》 声乐 乙组 二等奖

23 四川轻化工大学 《彝韵》 声乐 乙组 二等奖

24 成都体育学院 《大凉山上卡沙沙》 声乐 乙组 二等奖

25 成都体育学院 《我爱你中国》《高原彩虹》 声乐 乙组 二等奖

26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布谷鸟儿咕咕叫》 声乐 乙组 二等奖

27 四川大学 《定风波》 声乐 乙组 二等奖

28 四川文理学院 《绣出巴山美景来》 声乐 乙组 二等奖

29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声乐 乙组 二等奖

30 宜宾学院 《幸福山歌唱满坡》 声乐 乙组 二等奖

31 四川民族学院 《再别康桥》 声乐 乙组 三等奖

32 西南民族大学 《格桑花开》 声乐 乙组 三等奖

33 乐山师范学院 《天府之歌 》《SIRBA PE SCAUN》 声乐 乙组 三等奖

34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歌唱祖国》 声乐 乙组 三等奖

35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忆秦娥 娄关山》 声乐 乙组 三等奖

36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送蛴蟆》 声乐 乙组 三等奖

37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波孜彝乐》 声乐 乙组 三等奖

38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春天》 声乐 乙组 三等奖

39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新编槐花几时开》《彩云追月》 声乐 乙组 三等奖

40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采花新曲》 声乐 乙组 三等奖

41 成都师范学院 《我们的梦想》 声乐 乙组 三等奖

42 四川传媒学院 《爱的光芒》 声乐 乙组 三等奖



排名 学校名称 节目名字 类别 组别 获奖等次

1 电子科技大学
《门德尔松第三交响曲“苏格兰”第4乐
章》

器乐 甲组 一等奖

2 西南财经大学 《草原天地》 器乐 甲组 一等奖

3 电子科技大学 《月儿高》 器乐 甲组 一等奖

4 西南财经大学 《德沃夏克G大调第八交响曲第四乐章》 器乐 甲组 一等奖

5 四川农业大学 《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 器乐 甲组 一等奖

5 四川大学 《丝绸之路》 器乐 甲组 一等奖

7 四川大学 《蝙蝠序曲》 器乐 甲组 一等奖

8 西南医科大学 《卢沟晓月》 器乐 甲组 一等奖

9 四川农业大学 《龙腾虎跃》 器乐 甲组 二等奖

10 西南交通大学  《重生》 器乐 甲组 二等奖

11 四川农业大学 《红军胜利会师陕北》 器乐 甲组 二等奖

12 西华师范大学  《丝韵畅想》 器乐 甲组 二等奖

13 西南交通大学  《簇锦之川》 器乐 甲组 二等奖

14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开元盛世》 器乐 甲组 二等奖

15 内江师范学院 《蝴蝶与蓝》 器乐 甲组 二等奖

16 四川大学  《Puszta》 器乐 甲组 二等奖

17 西南石油大学 《致克劳德的探戈》 器乐 甲组 二等奖

18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查尔达什》 器乐 甲组 二等奖

19 西华大学 《小河淌水变奏曲》 器乐 甲组 二等奖

20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钢铁洪流进行曲》 器乐 甲组 三等奖

21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我爱祖国的蓝天》 器乐 甲组 三等奖

22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大鱼》 器乐 甲组 三等奖

23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我的祖国》 器乐 甲组 三等奖

24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我回来了，祖国》 器乐 甲组 三等奖

25 成都东软学院  《不染》 器乐 甲组 三等奖

26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瑶族舞曲》 器乐 甲组 三等奖

1 四川音乐学院 《红旗颂》 器乐 乙组 一等奖

2 四川音乐学院 《地底都市》 器乐 乙组 一等奖

3 四川文理学院 《梦回巴蜀》 器乐 乙组 一等奖

4 西南交通大学 《祀礼·太阳神鸟之舞》 器乐 乙组 一等奖

5 四川文理学院 《枫叶红》 器乐 乙组 二等奖

6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采薇》 器乐 乙组 二等奖

7 四川轻化工大学 《古·征途》 器乐 乙组 二等奖

8 西南科技大学 《龙山晨景》 器乐 乙组 二等奖

四川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获奖名单（器乐）



9 西南民族大学 《马背弦韵》 器乐 乙组 二等奖

10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黎明前的往事》 器乐 乙组 三等奖

11 成都师范学院 《战台风》 器乐 乙组 三等奖



排名 学校名称 节目名字 类别 组别 获奖等次

1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遥远的家》 戏剧 甲组 一等奖

2 四川大学 《永生》 戏剧 甲组 一等奖

3 川北医学院 《12病区》 戏剧 甲组 一等奖

4 攀枝花学院 《莲花之地》 戏剧 甲组 一等奖

5 成都理工大学 《地质人》 戏剧 甲组 一等奖

6 西南交通大学 《大山的心愿》 戏剧 甲组 一等奖

7 西南科技大学 《生命在这里的闪光》 戏剧 甲组 一等奖

8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在日出之时》 戏剧 甲组 一等奖

9 四川民族学院 《救赎》 戏剧 甲组 一等奖

10 西南科技大学 《桃花渡口》 戏剧 甲组 一等奖

11 四川师范大学 《你我的长征》 戏剧 甲组 二等奖

12 四川农业大学 《扶贫日记》 戏剧 甲组 二等奖

13 西华大学 《给我们一个希望》 戏剧 甲组 二等奖

14 西南财经大学 《掌灯》 戏剧 甲组 二等奖

15 川北医学院 《生命的感动》 戏剧 甲组 二等奖

16 四川师范大学 《成都请听我说》 戏剧 甲组 二等奖

17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格桑花开》 戏剧 甲组 二等奖

18 四川师范大学 《等你回家》 戏剧 甲组 二等奖

19 成都中医药大学 《房舱小事》 戏剧 甲组 二等奖

19 西南医科大学 《我在这里》 戏剧 甲组 二等奖

21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等风来》 戏剧 甲组 二等奖

22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情牵木里》 戏剧 甲组 二等奖

23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支持》 戏剧 甲组 二等奖

24 电子科技大学 《走，当兵去》 戏剧 甲组 二等奖

25 西华师范大学 《聆听秋雨轻轻下》 戏剧 甲组 三等奖

25 四川警察学院 《大山英雄》 戏剧 甲组 三等奖

27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等待》 戏剧 甲组 三等奖

28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圆梦》 戏剧 甲组 三等奖

29 四川轻化工大学 《前途光明》 戏剧 甲组 三等奖

四川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获奖名单（戏剧）



29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雒印》 戏剧 甲组 三等奖

31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天安门前看升旗》 戏剧 甲组 三等奖

32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约定》 戏剧 甲组 三等奖

33 成都医学院 《誓言》 戏剧 甲组 三等奖

1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冈拉梅朵》 戏剧 乙组 一等奖

2 成都理工大学 《锦绣竹川》 戏剧 乙组 一等奖

3 西南民族大学 《追火车》 戏剧 乙组 一等奖

4 四川音乐学院 《美若黎明》 戏剧 乙组 一等奖

5 四川大学 《活画新韵》 戏剧 乙组 一等奖

6 四川传媒学院 《烈火丹心》 戏剧 乙组 一等奖

7 成都文理学院 《雪山上的全家福》 戏剧 乙组 二等奖

8 成都理工大学 《朋友》 戏剧 乙组 二等奖

9 四川大学 《相亲相爱》 戏剧 乙组 二等奖

10 成都理工大学 《他予他梦》 戏剧 乙组 二等奖

11 成都理工大学 《春泥》 戏剧 乙组 二等奖

12 西南民族大学 《大山深处的灯》 戏剧 乙组 二等奖

13 四川文理学院 《金凤花开》 戏剧 乙组 二等奖

14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诚信至上》 戏剧 乙组 二等奖

15 西南石油大学 《赤子之心》 戏剧 乙组 三等奖

16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法网恢恢》 戏剧 乙组 三等奖

17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回家》 戏剧 乙组 三等奖

18 宜宾学院 《我的母亲赵一曼》 戏剧 乙组 三等奖

19 成都文理学院 《心语星愿》 戏剧 乙组 三等奖



排名 学校名称 节目名字 类别 组别 获奖等次

1 四川文理学院 《乡村振兴-不负青春奋斗情》 朗诵 甲组 一等奖

2 四川师范大学 《战“疫”青年》 朗诵 甲组 一等奖

3 成都大学 《爱动画的孩子》 朗诵 甲组 一等奖

4 四川师范大学 《温暖的回响-脱贫赞歌》 朗诵 甲组 一等奖

5 成都体育学院 《大运畅想曲》 朗诵 甲组 一等奖

6 成都理工大学 《攀登》 朗诵 甲组 一等奖

7 西南交通大学 《从新冠疫情，读懂“四个自信”》 朗诵 甲组 一等奖

8 西南财经大学 《铁骨铮铮战役情》 朗诵 甲组 一等奖

9 四川轻化工大学 《我必须抢夺这个清明》 朗诵 甲组 一等奖

10 电子科技大学 《会唱歌的鸢尾花》 朗诵 甲组 一等奖

11 四川轻化工大学 《奋斗的青春》 朗诵 甲组 一等奖

12 西华师范大学 《沉醉，那一卷大唐风雅》 朗诵 甲组 一等奖

13 四川大学 《等你·等我》 朗诵 甲组 一等奖

14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中秋--血脉里的诗行》 朗诵 甲组 一等奖

15 西南科技大学 《旗帜在上》 朗诵 甲组 一等奖

16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青春之我》 朗诵 甲组 一等奖

17 乐山师范学院 《听见》 朗诵 甲组 一等奖

18 成都工业学院 《大地颂歌》 朗诵 甲组 一等奖

19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追寻》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20 川北医学院 《仁心医语》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21 内江师范学院 《信仰》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22 川北医学院 《等你，花好月圆》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23 西南科技大学 《榜样的力量》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23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此时此刻》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25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我的南方北方》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26 四川民族学院 《 大雪漫过中国的土地》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27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从一把泥土中读中国》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28 西华大学 《这是最好的时代》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28 宜宾学院 《真正的中国》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30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写给未来的你》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四川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获奖名单（朗诵）



31 攀枝花学院 《山高路远，为你而来》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32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致青年志愿者》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33 绵阳师范学院 《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34 电子科技大学 《少年中国说》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35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青春的逆行》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36 西华大学 《今天，我们这样爱国》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37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厉害了，我的国》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38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因为有你》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39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我爱你祖国》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40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孤独与奋斗》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41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伟大狙击战》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42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浴血江城》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43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在一起》 朗诵 甲组 三等奖

44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永远的格桑梅朵》 朗诵 甲组 三等奖

45 成都医学院 《传承》 朗诵 甲组 三等奖

46 四川体育职业学院 《致青春 追梦想》 朗诵 甲组 三等奖

47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众志齐心力，吾辈勇担当》 朗诵 甲组 三等奖

48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我的祖国》 朗诵 甲组 三等奖

49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预言》 朗诵 甲组 三等奖

50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在变老之前远去》 朗诵 甲组 三等奖

51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朗诵 甲组 三等奖

52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勋章》 朗诵 甲组 三等奖

53 四川农业大学 《看见川农》 朗诵 甲组 三等奖

54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致青春》 朗诵 甲组 三等奖

55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疫你同在》 朗诵 甲组 三等奖

56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我的南方和北方》 朗诵 甲组 三等奖

57 成都东软学院 《中华少年》 朗诵 甲组 三等奖

58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青年时代创未来》 朗诵 甲组 三等奖

1 成都理工大学 《追梦新时代》 朗诵 乙组 一等奖

2 四川传媒学院 《信仰》 朗诵 乙组 一等奖

3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骄杨·开慧》 朗诵 乙组 一等奖

4 成都理工大学 《攀登者》 朗诵 乙组 二等奖



5 西南石油大学 《薪火》 朗诵 乙组 二等奖

6 四川音乐学院 《2020在四川我向您报道》 朗诵 乙组 二等奖

7 成都文理学院 《永暑礁》 朗诵 乙组 二等奖

8 四川传媒学院 《武汉，生命在呼唤》 朗诵 乙组 三等奖

9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人间正道是沧桑》 朗诵 乙组 三等奖

10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请原谅》 朗诵 乙组 三等奖



排名 学校名称 节目名字 类别 组别 获奖等次

1 四川文理学院 《戏.火》 绘画 甲组 一等奖

2 四川文理学院 《疫.记录系列》 绘画 甲组 一等奖

3 四川大学 《校园小景》 绘画 甲组 一等奖

3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秋实》 绘画 甲组 一等奖

3 四川文理学院 《城市建造者》 绘画 甲组 一等奖

6 内江师范学院 《浮生花开系列》 绘画 甲组 一等奖

7 四川文理学院 《十二生肖组画》 绘画 甲组 一等奖

8 西华师范大学 《待命.白衣长城之歌》 绘画 甲组 一等奖

8 四川旅游学院 《永远朝天门》 绘画 甲组 一等奖

10 电子科技大学 《争分夺秒》 绘画 甲组 一等奖

11 四川旅游学院 《致2020春》 绘画 甲组 一等奖

12 阿坝师范学院 《牡丹锦鸡图》 绘画 甲组 一等奖

13 四川师范大学 《古堰巍然》 绘画 甲组 一等奖

14 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彝汉同心》 绘画 甲组 一等奖

15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乘风破浪》 绘画 甲组 一等奖

16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我的手有魔力》 绘画 甲组 一等奖

17 四川工商学院 《乘风破“疫”》 绘画 甲组 一等奖

18 电子科技大学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绘画 甲组 一等奖

19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可爱的人》 绘画 甲组 一等奖

19 西南财经大学 《每一个起舞的日子》 绘画 甲组 一等奖

21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明建构》 绘画 甲组 一等奖

22 四川师范大学 《我和我的家乡》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23 西南财经大学 《春暖花开》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24 阿坝师范学院 《大威德明王》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25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蜀道不再难》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26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水雾江头》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四川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获奖名单（绘画、摄影、设计）



27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苏醒的东方巨龙》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28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天使》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28 成都师范学院 《奉献医心．奋斗抗疫》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28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丛林历险记》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31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春日小景》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32 四川体育职业学院 《昔》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33 西南交通大学 《清潭叠翠》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34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破晓》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35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青春》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36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春风一阵山水秀》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37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富贵双栖图》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38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盼归》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39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归》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40 阿坝师范学院 《鱼戏莲》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41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大山的渔乐》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42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日记——2020》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43 西南科技大学 《世外桃源》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43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春天里的红房子》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45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最美新娘》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46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一封家书》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46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城》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48 西昌学院 《暖冬》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49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长征》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49 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硕果丰收》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49 阿坝师范学院 《上里古镇》 绘画 甲组 二等奖

52 成都理工大学 《奔向未来》 绘画 甲组 三等奖

52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沉溺》 绘画 甲组 三等奖

54 成都理工大学 《行》 绘画 甲组 三等奖



55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若华》 绘画 甲组 三等奖

55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景》 绘画 甲组 三等奖

55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疫时光》 绘画 甲组 三等奖

58 四川体育职业学院 《月起》 绘画 甲组 三等奖

58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和谐中国》 绘画 甲组 三等奖

58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红色老物件系列一》 绘画 甲组 三等奖

61 四川师范大学 《锦灰遗珍》 绘画 甲组 三等奖

62 西华大学 《星愿》 绘画 甲组 三等奖

62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门采儿》 绘画 甲组 三等奖

62 四川科技职业学院 《身着白衣心有锦缎》 绘画 甲组 三等奖

65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多彩的蛋壳画》 绘画 甲组 三等奖

65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花开富贵》 绘画 甲组 三等奖

65 四川希望汽车职业学院 《房间》 绘画 甲组 三等奖

65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春》 绘画 甲组 三等奖

1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伞艺》 摄影 甲组 一等奖

2 乐山师范学院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 摄影 甲组 一等奖

3 四川文理学院 《相守》 摄影 甲组 一等奖

3 宜宾学院 《生活》 摄影 甲组 一等奖

5 四川轻化工大学 《追随光·成为光》 摄影 甲组 一等奖

6 四川体育职业学院 《建筑》 摄影 甲组 一等奖

7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烟火气的市井生活》 摄影 甲组 一等奖

8 电子科技大学 《守护》 摄影 甲组 一等奖

8 西华大学 《OnenightinChengdu》 摄影 甲组 一等奖

10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脱贫攻坚·奔小康》 摄影 甲组 一等奖

11 内江师范学院 《精灵之舞》 摄影 甲组 一等奖

12 四川文理学院 《脱贫之后》 摄影 甲组 二等奖

12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喀什的孩子》 摄影 甲组 二等奖

14 成都医学院
《党员先锋——一辈子把教书做
到底的“刘爷爷”》

摄影 甲组 二等奖



15 西昌学院 《大漠》 摄影 甲组 二等奖

16 电子科技大学 《空天追梦人》 摄影 甲组 二等奖

16 宜宾学院 《闻汛而动》 摄影 甲组 二等奖

18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新时代的微笑》 摄影 甲组 二等奖

19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勤学》 摄影 甲组 二等奖

20 四川农业大学 《黑砂开窑》 摄影 甲组 二等奖

20 西南科技大学 《奋勇拼搏》 摄影 甲组 二等奖

22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建设中的合江长江大桥》 摄影 甲组 二等奖

23 成都医学院 《战“疫”英雄胜利归来》 摄影 甲组 二等奖

24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拾影·匠心》 摄影 甲组 二等奖

24 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 《传递》 摄影 甲组 二等奖

26 西昌学院 《生命》 摄影 甲组 二等奖

27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落日余晖》 摄影 甲组 三等奖

27 四川师范大学 《共流》 摄影 甲组 三等奖

29 西华师范大学 《少年强》 摄影 甲组 三等奖

30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路行万里》 摄影 甲组 三等奖

31 西南石油大学 《建设》 摄影 甲组 三等奖

32 西南交通大学 《希望》 摄影 甲组 三等奖

32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日落》 摄影 甲组 三等奖

34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口照》 摄影 甲组 三等奖

34 四川民族学院 《在路上》 摄影 甲组 三等奖

34 成都大学 《相约·大运》 摄影 甲组 三等奖

1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佛曰；如何抗疫》 设计 甲组 一等奖

2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融化的冰淇淋》 设计 甲组 一等奖

3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镇疫》 设计 甲组 一等奖

4 四川大学 《芙蓉战疫兽》 设计 甲组 一等奖

5 电子科技大学 《所念皆所愿》 设计 甲组 一等奖

5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小康路上》 设计 甲组 一等奖



7 四川轻化工大学 《猕猴桃果园作业机器人》 设计 甲组 一等奖

8 西南石油大学 《生生不息》 设计 甲组 二等奖

9 西华师范大学 《青春奋斗突破》 设计 甲组 二等奖

10 内江师范学院 《与祖国同行》 设计 甲组 二等奖

11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创新奋斗奉献》 设计 甲组 二等奖

12 电子科技大学 《致敬白衣天使》 设计 甲组 二等奖

13 四川旅游学院 《逆行战神海报》 设计 甲组 二等奖

14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防患未然》 设计 甲组 二等奖

15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海蛮师》 设计 甲组 二等奖

15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踏上征途的梦》 设计 甲组 二等奖

15 西华大学 《防控疫情》 设计 甲组 二等奖

18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新冠日记》 设计 甲组 三等奖

18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特殊的奋斗.奉献》 设计 甲组 三等奖

20 四川师范大学
《一念花开――寝室节能小夜灯
》

设计 甲组 三等奖

21 四川轻化工大学 《陋室铭》 设计 甲组 三等奖

22 四川轻化工大学 《清正廉洁》 设计 甲组 三等奖

23 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拯救》 设计 甲组 三等奖

1 四川轻化工大学 《中国速度――高铁时代》 绘画 乙组 一等奖

2 四川民族学院 《德格印经院一角》 绘画 乙组 一等奖

3 西华大学 《不负韶华》 绘画 乙组 一等奖

3 成都大学 《建设者》 绘画 乙组 一等奖

5 西南民族大学 《我们渴求着什么》 绘画 乙组 一等奖

6 乐山师范学院 《画家与画》 绘画 乙组 一等奖

7 四川师范大学 《青春.画梦》 绘画 乙组 一等奖

8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不爱红妆爱武装》 绘画 乙组 一等奖

9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水乡》 绘画 乙组 一等奖

10 阿坝师范学院 《扎根羌寨.建设家乡》 绘画 乙组 一等奖

11 西华大学 《夏》 绘画 乙组 一等奖



12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彝家新茶》 绘画 乙组 一等奖

13 西南民族大学 《求》 绘画 乙组 一等奖

14 宜宾学院 《水墨李庄》 绘画 乙组 一等奖

15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追忆古泸城》 绘画 乙组 一等奖

16 成都师范学院 《她》 绘画 乙组 一等奖

17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远故事》 绘画 乙组 二等奖

18 四川农业大学 《众志成城，共渡时艰》 绘画 乙组 二等奖

19 西华大学 《欢歌》 绘画 乙组 二等奖

20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圣人》 绘画 乙组 二等奖

21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英雄》 绘画 乙组 二等奖

22 绵阳师范学院 《最美逆行者》 绘画 乙组 二等奖

23 四川传媒学院 《印痕》 绘画 乙组 二等奖

24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生活》 绘画 乙组 二等奖

25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四色》 绘画 乙组 二等奖

26 成都东软学院
《家乡人文系列——皇泽、慧观
、莲生》

绘画 乙组 二等奖

26 四川音乐学院 《坚守》 绘画 乙组 二等奖

26 西南科技大学 《科大夕照》 绘画 乙组 二等奖

26 成都大学 《游戏——追逐》 绘画 乙组 二等奖

26 西南民族大学 《致远方的您》 绘画 乙组 二等奖

31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战役归来》 绘画 乙组 二等奖

32 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鹿灵》 绘画 乙组 二等奖

33 宜宾学院 《共情中秋》 绘画 乙组 二等奖

33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沉默的脊梁》 绘画 乙组 二等奖

35 西南民族大学 《薄荷绿的天际》 绘画 乙组 二等奖

35 攀枝花学院 《神话之抗疫插画》 绘画 乙组 二等奖

37 攀枝花学院 《米易红糖插画》 绘画 乙组 二等奖

38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守卫者》 绘画 乙组 三等奖

38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浅雕：优昙》 绘画 乙组 三等奖



40 西南民族大学 《许愿池》 绘画 乙组 三等奖

40 四川工商学院 《夜郎记忆》 绘画 乙组 三等奖

42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古宅》 绘画 乙组 三等奖

42 成都东软学院 《桃花村旧屋》 绘画 乙组 三等奖

44 内江师范学院 《光明使者》 绘画 乙组 三等奖

44 西昌学院 《童趣》 绘画 乙组 三等奖

46 四川工商学院 《与鹤共舞》 绘画 乙组 三等奖

46 西南交通大学 《净土》 绘画 乙组 三等奖

48 西华师范大学 《阿迪巫伍与阿子补薇》 绘画 乙组 三等奖

49 四川工商学院 《教育扶贫》 绘画 乙组 三等奖

49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 《高原红》 绘画 乙组 三等奖

51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希望》 绘画 乙组 三等奖

51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永远保持敬畏的心》 绘画 乙组 三等奖

1 四川传媒学院 《最可爱的人》 摄影 乙组 一等奖

2 四川音乐学院 《朝天门一日》 摄影 乙组 一等奖

3 四川音乐学院 《画相·绘心》 摄影 乙组 一等奖

3 四川传媒学院 《一眼千年》 摄影 乙组 一等奖

5 成都师范学院 《缅怀》 摄影 乙组 二等奖

6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周家刀》 摄影 乙组 二等奖

7 攀枝花学院 《攀枝花记忆》 摄影 乙组 二等奖

8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生命》 摄影 乙组 二等奖

9 西南民族大学 《呐喊》 摄影 乙组 二等奖

10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水》 摄影 乙组 三等奖

11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光雨》 摄影 乙组 三等奖

1 四川师范大学
《扬帆高景观多用途扭扭婴儿车
》

设计 乙组 一等奖

2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彝童忆》 设计 乙组 一等奖

3 西南科技大学 《古风新韵》 设计 乙组 一等奖

4 四川大学 《成博历险记》 设计 乙组 一等奖



5 成都大学 《奇妙三星堆》 设计 乙组 一等奖

6 四川农业大学 《战疫英雄》 设计 乙组 一等奖

6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加油武汉》 设计 乙组 一等奖

8 西南科技大学
《静谧居——基于传统文化表达
的民宿空间设计》

设计 乙组 一等奖

9 成都理工大学 《融》 设计 乙组 一等奖

10 西南科技大学
《与新时代同成长，与祖国共奋
进》

设计 乙组 二等奖

11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金缕霓裳·繁花梦》 设计 乙组 二等奖

12 四川轻化工大学 《喜庆》 设计 乙组 二等奖

13 成都东软学院 《京东IP形象衍生产品》 设计 乙组 二等奖

14 四川传媒学院 《白色污染》 设计 乙组 二等奖

15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无影.随形-新空间》 设计 乙组 二等奖

16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奉献——《坚守》 设计 乙组 二等奖

17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传统与创新——《白蛇戏木偶》 设计 乙组 二等奖

18 西南科技大学 《莳花·时钟》 设计 乙组 二等奖

19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童趣自然》 设计 乙组 二等奖

20 攀枝花学院 《竹意——办公产品设计》 设计 乙组 二等奖

20 绵阳师范学院 《春夏秋冬》 设计 乙组 二等奖

22 成都理工大学 《月满人间·家书》 设计 乙组 三等奖

23 四川音乐学院 《礼遇书籍设计》 设计 乙组 三等奖

24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新生》系列海报 设计 乙组 三等奖

25 攀枝花学院 《防疫先锋》 设计 乙组 三等奖

26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传统与创新——《圆茶随行杯》 设计 乙组 三等奖

27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传统与创新——《机械芙蓉》 设计 乙组 三等奖



排名 学校名称 节目名字 类别 组别 获奖等次

1 乐山师范学院 《甲胄在身》 微电影 甲组 一等奖

2 四川文理学院 《火焰蓝，我心依燃》 微电影 甲组 一等奖

3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陌生来电》 微电影 甲组 一等奖

4 西南交通大学 《达拉崩吧西南交大版》 微电影 甲组 一等奖

4 攀枝花学院 《只有医学生知道》 微电影 甲组 一等奖

6 四川大学 《追寻》 微电影 甲组 一等奖

7 西南财经大学 《最美的时光》 微电影 甲组 一等奖

7 成都体育学院 《我的青春在支教》 微电影 甲组 一等奖

9 四川农业大学 《桂香》 微电影 甲组 一等奖

9 成都工业学院 《云深杜康·羌遗马槽》 微电影 甲组 一等奖

11 成都工业学院 《青春的逆行》 微电影 甲组 一等奖

12 四川师范大学 《彝凉山歌》 微电影 甲组 一等奖

12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拖鞋书记》 微电影 甲组 一等奖

14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羊角花开》 微电影 甲组 二等奖

15 西华大学
《Ease in the Luo Cheng （安逸罗
城）》

微电影 甲组 二等奖

15 西昌学院 《父亲》 微电影 甲组 二等奖

17 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 《树椒味涞》 微电影 甲组 二等奖

18 内江师范学院数信学院 《金色的稻田》 微电影 甲组 二等奖

18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不凡》 微电影 甲组 二等奖

18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因诚而立》 微电影 甲组 二等奖

21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共抗疫情，奉献逆行》 微电影 甲组 二等奖

22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初心——追寻红色足迹》 微电影 甲组 二等奖

22 成都医学院 《课桌下的秘密》 微电影 甲组 二等奖

24 宜宾学院 《在路上》 微电影 甲组 二等奖

25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向爱奔赴》 微电影 甲组 二等奖

25 四川旅游学院 《献给逐梦的你》 微电影 甲组 二等奖

25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爱的传递》 微电影 甲组 二等奖

28 四川旅游学院 《一生何求》 微电影 甲组 二等奖

29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诚信“单”当》 微电影 甲组 二等奖

30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没了就没了》 微电影 甲组 三等奖

30 电子科技大学 《余香》 微电影 甲组 三等奖

32 西南科技大学  《青春的颜色》 微电影 甲组 三等奖

四川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获奖名单（微电影）



32 电子科技大学 《学习铸魂》 微电影 甲组 三等奖

32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青春有张不老的脸》 微电影 甲组 三等奖

35 四川民族学院 《守望》 微电影 甲组 三等奖

35 成都医学院 《Coincidence（成医抖肩舞）》 微电影 甲组 三等奖

37 成都理工大学 《归“芯”》 微电影 甲组 三等奖

38 成都理工大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微电影 甲组 三等奖

1 成都东软学院 《向阳而生》 微电影 乙组 一等奖

2 成都大学 《梦想》 微电影 乙组 一等奖

3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 《篾匠》 微电影 乙组 一等奖

4 四川传媒学院 《我和父亲》 微电影 乙组 一等奖

5 四川音乐学院 《伞人》 微电影 乙组 一等奖

6 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 《在尔玛底村的日子》 微电影 乙组 一等奖

7 四川大学 《Happy Body》 微电影 乙组 二等奖

7 西华师范大学 《乡音·传承》 微电影 乙组 二等奖

9 绵阳师范学院 《新乡贤李晓川》 微电影 乙组 二等奖

10 四川师范大学 《苗语·村官》 微电影 乙组 二等奖

11 成都理工大学 《冬日觉撒的暖阳》 微电影 乙组 二等奖

12 四川轻化工大学 《跨越千里的扶贫之路》 微电影 乙组 二等奖

12 西南石油大学 《倔强》 微电影 乙组 二等奖

14 四川传媒学院  《骨语》 微电影 乙组 二等奖

15 西南民族大学 《BFTER》 微电影 乙组 三等奖

16 四川传媒学院 《江湖故人》 微电影 乙组 三等奖

17 西南石油大学 《意外之喜》 微电影 乙组 三等奖

18 四川工商学院 《蜀道人间》 微电影 乙组 三等奖



排名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类别 组别 获奖等次

1 四川文理学院 《师说》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2 成都师范学院 《省心录》（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3 四川文理学院 《苏轼画论节选》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3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隶书《张立华词.满江红》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5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小楷《黄庭经》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6 宜宾学院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书法作品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7 四川农业大学 《送魏万之京》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8 西华师范大学 《李垚印痕》 篆刻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9 四川农业大学 《七律二首.送瘟神》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10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东观读未见书》书法作品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11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与时偕行 篆刻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12 成都中医药大学
《2019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词
》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12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隶书《蜀僧抱绿绮》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12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隶书《辛弃疾词二首》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15 西南财经大学 《苏轼书论五则》 书法作品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15 西南医科大学
魏碑《崔颢诗一首》，书法，四
尺条幅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15 成都工业学院 陈毅诗词数首（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18 西南交通大学 书法《师说节录》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19 西华师范大学 《国歌由来》 软笔小楷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19 成都大学 《上李邕》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21 西南医科大学
行书《水调歌头》，书法，四尺
条幅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22 成都工业学院 篆刻印屏（篆刻）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23 西南财经大学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书法作品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24 西南财经大学 《宋词四首》 书法作品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四川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获奖名单（书法、篆刻组）



24 绵阳师范学院 《 新 声 》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26 西南医科大学
隶书对联《沁园西江》，书法，
四尺对联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26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毛笔楷书作品曹操《短歌行》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28 西华师范大学 《书摘九篇自勉》 硬笔小楷 书法、篆刻 甲组 一等奖

29 四川大学 《李白诗两首》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30 四川农业大学 《快哉印谱》 篆刻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30 西南医科大学
楷书《节录韩愈.原道》，书
法，四尺整张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32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行草《题破山寺后禅院》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32 绵阳师范学院 《离骚经》硬笔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32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奉身如珪璧，传世有文章》\
学生艺术作品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32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锦城培育》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32 四川旅游学院 战“疫”  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37 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少年强，则国强》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38 西南科技大学
《晓月照铁砚，朝霜润竹窗》
（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38 西华师范大学 《登东山》 毛笔隶书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38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隶书中堂》\学生艺术作品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41 成都师范学院 《长歌行》（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42 西南科技大学 《冬夜读书示子聿》（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42 西南交通大学 书法《达向九霄云路近》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44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毛笔楷书作品毛泽东《沁园春.
雪》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44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沁园春·雪》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44 成都大学 《送瘟神》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47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七律长征》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48 四川旅游学院 《无题》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49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爱国 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50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伐木》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50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习主席金句》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50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提笔书写爱国情》 软笔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50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书法《毛泽东诗词选》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54 成都东软学院 书法节录吴均帖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55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书法作品《行路难·其一》节选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56 西南医科大学
楷书《题晋人帖》，书法，四尺
整张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57 四川大学 《沁园春雪》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58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习主席金句》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59 西华大学 《爱国奋斗，凯歌前行》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59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武德所尊孙子训 文嘉常执老
庄书》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59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滕王阁序》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62 四川师范大学 书法《临圣教序》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62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青春壮歌》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62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牡丹》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62 成都体育学院 日新月异 毛笔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二等奖

66 西南医科大学
行书《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
》，书法四尺整张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66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热爱生命 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68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69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篆书中堂》\学生艺术作品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69 西华大学 《行书杜甫诗》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69 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 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72 电子科技大学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72 成都中医药大学 《少年中国说》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74 四川铁道职业学院 千字文 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75 西昌学院 《山水歌》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75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沁园春·长沙（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75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沁园春—长沙》书法作品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78 四川轻化工大学 进取 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78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芒种》硬笔行书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78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行路难 李白》 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81 西南石油大学 《卜算子咏梅》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81 成都中医药大学 《古诗词两首》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81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竹石》书法作品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81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兰亭集序》小行书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85 西昌学院 《忆江南冕宁好》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86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兰亭序》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87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增广贤文》书法作品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88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夜泊枫江》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89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90 成都体育学院 《七律 到韶山》 毛笔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91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长歌行（书法） 书法、篆刻 甲组 三等奖

1 西华师范大学 《习主席主题讲座谈话》书法 书法、篆刻 乙组 一等奖

2 西南民族大学 《题元丹丘山居》 草书 书法、篆刻 乙组 一等奖

3 乐山师范学院 《抗“疫”情》篆刻 书法、篆刻 乙组 一等奖

3 乐山师范学院 《道德经》节选  书法 书法、篆刻 乙组 一等奖

3 四川大学 《林则徐苟利岂因》联 书法 书法、篆刻 乙组 一等奖

6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书法作品《与时偕行》 书法、篆刻 乙组 一等奖

7 内江师范学院 篆书《苏轼诗词集》 书法、篆刻 乙组 二等奖

8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毛笔书法《秦时条幅》 书法、篆刻 乙组 二等奖

9 成都大学 《熊兵印记》篆刻 书法、篆刻 乙组 二等奖

10 四川音乐学院 古诗《感遇》其一（书法） 书法、篆刻 乙组 二等奖

11 成都东软学院 书法王虚舟毛诗节录 书法、篆刻 乙组 二等奖

12 成都文理学院 小楷《海岳名言》节选 书法、篆刻 乙组 二等奖

13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篆刻印屏》篆刻 书法、篆刻 乙组 二等奖



13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篆刻《唐启航治印》 书法、篆刻 乙组 二等奖

15 成都文理学院 李白诗一首/书法 书法、篆刻 乙组 三等奖

16 成都文理学院 录黄山谷词二首 书法、篆刻 乙组 三等奖

17 成都文理学院 篆书陈子昂诗 书法、篆刻 乙组 三等奖

18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节选《岳阳楼记》——书法 书法、篆刻 乙组 三等奖



排名 学校名称 节目名字 类别 获奖等次

1 宜宾学院 《蜡小样非遗文创工作坊》大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一等奖

2 阿坝师范学院 《藏羌造型艺术创意设计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一等奖

2 西南交通大学 《轨道交通设计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一等奖

4 四川师范大学 彝族非遗—毕摩艺创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一等奖

4 四川文理学院 川东乡村振兴规划设计艺术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一等奖

6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艺启造梦”儿童美育插画设计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一等奖

7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皮影2 大学生工作坊 一等奖

8 四川旅游学院
数字艺术设计工作坊-艺术与乡村振兴-白玉县文化扶
贫文创设计

大学生工作坊 一等奖

9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夏布陶艺工作坊/大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一等奖

10 内江师范学院 《巴蜀十八匠》隆昌陶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一等奖

11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童趣纸艺手工坊 大学生工作坊 一等奖

12 西南交通大学 四川非遗创新设计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一等奖

12 西昌学院 彝族漆艺工作坊视频 大学生工作坊 一等奖

14 阿坝师范学院 《藏纸应用研究中心——藏羌民艺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一等奖

15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竹之韵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一等奖

16 内江师范学院 《大千彩墨夏布》文创产品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一等奖

17 西南医科大学  《当医术遇见艺术》 艺术工作坊展示视频 大学生工作坊 一等奖

18 西华师范大学 中国传统“非遗”文化视觉艺术实践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18 成都理工大学 优设美地文创工坊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20 成都大学 第三届二郎山文创旅游节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20 西昌学院 彝族刺绣创意工作坊视频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22 乐山师范学院
巧手扎锦绣  靛蓝染春秋—乐山师范学院大学生扎染工

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22 四川轻化工大学 《共染》乙组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24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易涂”工作坊佳山村壁画制作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25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易见大学生艺术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26 绵阳师范学院 蜡染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26 四川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春蕾手工钩编工作室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28 乐山师范学院 乐艺设计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28 攀枝花学院 钛金印坊（艺术科技项目）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28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艺术与科技工坊（艺术与科技类）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31 成都大学 成都漆艺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31 西南民族大学 匠心造物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33 西华大学 2020四川省大学生艺术展演工作坊-繁花艺术创作手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33 四川民族学院 唐卡工作室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33 四川大学 《载体》综合材料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33 四川传媒学院 《大学生创意工坊》艺术与校园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37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清修书刻艺术工坊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37 四川民族学院 换锦彩绘工作室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四川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获奖名单（大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组）



39 西南石油大学 印象巴蜀传承与创新美育工坊 大学生工作坊 二等奖

40 西南科技大学 羌时工作坊（大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三等奖

40 四川农业大学 “艺”村“艺”品农业品牌研究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三等奖

40 电子科技大学 《川剧脸谱数字化》艺术与科技 大学生工作坊 三等奖

43 攀枝花学院 “艺彩•乡村”乡村文化建设公益发展项目 大学生工作坊 三等奖

43 四川农业大学 叁生益绘艺术工坊 大学生工作坊 三等奖

45 西南民族大学 微电影工作坊 -皮影动画 大学生工作坊 三等奖

46 成都理工大学 美丽乡村—龙泉驿区黄莲村墙绘艺术 大学生工作坊 三等奖

46 成都工业学院 锦缎蜀绣·大学生蜀绣体验工作坊 /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三等奖

48 西南科技大学 乡村美育实践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三等奖

49 西华师范大学 青绿蓝图工作室、大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三等奖

4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牧山院”工作坊《湮迴》——艺术与生活项目 大学生工作坊 三等奖

51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牧山院”工作坊《回》——艺术与生活项目 大学生工作坊 三等奖

51 四川音乐学院 弱电之光，艺术与科技 大学生工作坊 三等奖

53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青鸟绘”助力藏区脱贫攻坚艺术实践工作坊 大学生工作坊 三等奖

54 四川工商学院 迷兔映画工作坊  “大美四川 带你看四川” 微电影 大学生工作坊 三等奖



排名 作者单位 案例题目 类别 组别 获奖等次

1 电子科技大学 以“跨界·融合”为导向的美育改革创新案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2 四川大学
谱写原创音乐作品 汇聚时代青春力量 ——在高校校
园广泛开展音乐创作活动的美育创新与实践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3 电子科技大学
实施“E路相伴”文化精品战略 构筑“三位一体”成
电精神家园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4 电子科技大学 高校美育服务社会实施探讨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5 四川师范大学 《高校学生艺术社团及实践工作坊建设》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5 四川大学
以美育润化时代新人：基于原创舞台剧《江姐在川大
》探索高校红色文化的传承创新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7 四川大学
挖掘红色基因  多种艺术形式弘扬红色文化 ——以
“江姐”为主题的系列艺术活动探索美育教育创新与
实践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8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以文化人，以美育人——川南幼专中型杖头木偶传习
所非遗传承美育案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8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外语类院校语言文化美育建设新探索——以我校外语
文化节为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8 电子科技大学 给科学插上艺术翅膀，育英才勇做文化使者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8 西南科技大学
高校美育服务社会的实施路径研究“以中国文联携手
西南科技大学开展文艺支教项目为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8 电子科技大学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13 西华大学
守正而出新，曲高而和众——西华大学美育服务社会
的路径及实施案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13 成都大学
以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中心  构建特色鲜明大学
美育教育体系 ——成都大学公共艺术教育实践与探
索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15 四川农业大学
高校校园文化环境育人的川农大样本——以原创校园
文艺作品创作为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15 电子科技大学 探索美育教师队伍建设新途径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17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社团美育有特色 素养提升显实效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17 西南交通大学
让经典滋育成长——西南交通大学“中国艺术歌曲的
美”通识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探索案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19 西南科技大学
扬传统文化之帆 铸文化自信之魂——西南科大制造
学院在坚守与开新中传承李白文化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19 成都理工大学
弘扬攀登精神  涵育大学文化 ——校园文化环境育
人案例探析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四川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获奖名单（高校美育改革优秀案例）



21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政校院合作 艺教训融合 实施“3351”非遗美育文化
传承工程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22 四川师范大学 《高校专业艺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22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隆昌石牌坊文化的艺术传承和创新----隆昌石牌坊文
化融入高职院校传统文化课程实践与研究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22 四川民族学院
坚守“立德树人” 继承传统唐卡艺术 弘扬时代精神
——四川民族学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创新案
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22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留学生吟诵教学在高职院校的教育研究与实践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22 西南交通大学
新时代综合型大学学生艺术社团建设探究——以西南
交通大学大学生艺术团为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22 西南交通大学
以“唐臣书院”为载体的艺术化三全育人—— 西南
交通大学茅以升学院（唐臣书院）美育案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22 四川音乐学院
凸显艺术思政  创新高校美育 ——四川音乐学院推
进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22 四川农业大学 三个协同机制构建农林高校艺术教育新模式 美育案例 甲组 一等奖

30 四川文理学院
新时代下我国高校美育改革——以四川文理学院“
322大思政”工作体系下的“大美育”建设为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30 四川农业大学
高校美育服务社会路径与实施——以四川农业大学为
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32 四川文理学院 红色文化融入新时代高校育人工作的路径与实践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32 成都大学
书法辅修：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探索实践——以成都
大学书法教育辅修专业为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32 西南科技大学
既要“有意思”又要“有意义”——西南科技大学共
青团助力美育教育的创新实践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32 四川传媒学院 协同育人理念下实战型学生团队的建设方式探索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32 西南财经大学
阶梯分级、突出实践、内外联动——西南财经大学特
色美育课程体系探索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37 四川工商学院
多元民族视觉下啦啦操校园文化美育改革—以彝族为
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38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基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视阈下的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38 乐山师范学院 艺术“小先生”在高校美育中的运用探索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38 成都大学
品味经典、浸润文化、守护成长——成都大学学生公
寓文化环境育人的实践与成效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38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下高校学生特色活动的研究—
以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中华颂”系列活动为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38 西南交通大学
构建社区美育多维服务体系，开拓社区美育服务新时
代——以人文青协与土地村结对共建为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38 攀枝花学院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包装设计教学研究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38 四川体育职业学院
互联网教学模式下的审美体验 ——探索美育课程新
契机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45 攀枝花学院
地方高校设计学科介入乡村振兴发展研究 ——以四
川藏羌彝地区为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45 成都工业学院
以陈毅精神的红色文化为基础，建设美育公共艺术课
程教学改革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47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因为幼教情怀，我们携手并肩——川南幼专园校协同
育人美育案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47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打造精品校园文化活动 全面提升育人环境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47 四川警察学院
大学生艺术团与“立德树人、育警铸魂”的融合——
四川警察学院校园文化环境育人案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47 攀枝花学院 少数民族服饰在西南地区服装设计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51 成都师范学院 新时代美育视域下艺术类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四维探析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51 成都理工大学
开创校园文化“5G”时代 擘画成理青年“4T”青春
——共青团成都理工大学委员会文化育人案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51 西南财经大学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研究生思政教育实践——
“博学之声”美育品牌三十年的经验与探索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54 西南科技大学
新时代青年“理性”与音符的碰撞——“青出于蓝合
唱团”式美育创新改革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54 四川农业大学 高校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四川农业大学为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54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在高职院校的传承 ——以乐山职
业技术学院为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54 西南财经大学
《西财之脊》集体版画创作工作坊 ——“贺英美育
工作室”优秀案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58 绵阳师范学院 “一主两类五场”馆校协同育人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58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创新-以四川外国语
大学成都学院元旦庆典活动为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58 攀枝花学院 基于传统文化教育的青少年素质培养研究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58 四川农业大学
美育评价体系建设视角下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建立
与实施——以四川农业大学为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58 四川工商学院 “四季人文·诵读经典”传承中华文化系列活动案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58 四川工商学院 红心服务地方 助力乡村振兴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64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高校音乐欣赏课的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能力培养之探
究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64 西南财经大学
基于PBL项目式教学的艺术团课程改革——以西南财
经大学《校史剧项目工作坊》为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二等奖

66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美术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66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让音乐的阳光照亮校园的每个角落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66 四川农业大学
思政+艺术的高校公共艺术课程路径探索——以课程
《影视鉴赏》为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69 成都理工大学
拥抱蓝色星球，唱响绿色之声 ——记成都理工大学
“绿色之声”合唱团项目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69 西南财经大学
拆掉教室“围墙”艺术花开心田——高校公共艺术课
的创新探索与实践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71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推普扶贫工作服务于民族地区的路径与实施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71 西南科技大学 甲骨文书法鉴赏课推广案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73 四川旅游学院
高校公共艺术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实践--以《书法鉴
赏》为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73
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学前教育原理》课程思政的美育融合路径探索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75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向美而行 以美育人—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教育课程设
置及其作用探究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75 四川警察学院 四川警察学院关于加强美育教育的实施方案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77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传播非遗之美，传承文化之需”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78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浅议高校《音乐欣赏》课程中的五线谱创新教学  —
— 以四川大学锦江学院为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78 四川工商学院 协同育人，让运动之“花”开满校园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80 内江师范学院 大型舞台音诗画节目中创造性舞蹈的应用研究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80 四川传媒学院
协同育人下的共青团“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模式
研究与实践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80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宜宾职业技术学院《美育概
论》课程改革案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83 内江师范学院 高校教师审美素养的培养研究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83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第二课堂改革实施方案》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83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深入体会抽象的艺术》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86 西南石油大学
“十大”育人体系视域下大学生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机
制探究案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87 四川文理学院
高校小学教育专业美育课程实践与探索 ——以四川
文理学院为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87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深入思想的教学》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87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走进音乐抽象艺术教学》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90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美术教师教学工作案例》 美育案例 甲组 三等奖

1 四川师范大学 《高校学生艺术社团及实践工作坊建设》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1 阿坝师范学院
挖掘区域典型艺术资源   构建人才培养双向模式—
—藏羌剪纸艺术“双培养”模式构建案例分析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3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中日韩设计工作坊”——跨文化、跨学科
协同育人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3
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中医作息、五音规律与彝族经典结合的十二时辰整体
美育探索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5 四川师范大学 《高校中华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创新》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6 西华师范大学
构建“重彩临摹”教学新生态，探索地方高校文化艺
术传承新路径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6 成都理工大学 优设美地--基于地质美学的文创设计教学创新案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8 西华师范大学
挖掘传统文化之美 传播非遗艺术之魂 ——四川省
非遗文化传承与影像教育融合模式的创新实践案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8 西昌学院
高校美育服务社会路径及实施 ——根植于艺术扶贫
的农产品包装设计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10 西南科技大学
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创新——羌族民间歌
舞高校传承实践团队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11 西华师范大学
西华师范大学书法学院美育改革创新   案例 字组拆
分训练法在西华师范大学大草书教学过程中的实践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11 西昌学院 西昌学院环境设计专业教学介入乡村振兴路径及实施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13 绵阳师范学院 地方高师院校对民间音乐传承的实践探索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13 绵阳师范学院
视觉艺术下地方高校挖掘区域传统文化资源实施传承
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13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四美一体”促美育，协同育人承初心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13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艺术院校戏剧影视表演本科生创造力培养模式的构建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17 西华大学
基于“四个协同”的高校艺术专业“新文科”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创新实践——以西华大学动画专业为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17 西南石油大学
“由技入道”：工科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一种实践探
索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17 四川大学
用设计重燃经典文化的时代活力——传统文化与工艺
在设计教育中的传承与创新实践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20 阿坝师范学院
基于藏羌地域文化特征构建高校民间艺术工作坊教学
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20 四川音乐学院 四川清音的艺术特征在四川民歌中的运用研究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20 四川音乐学院 西南少数民族“原生态合唱”课程的理论与实践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20 成都理工大学
新时代“传统戏曲进校园”的新样态与新模式--成都
理工大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传习展示基地建设
探索与实践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20 四川旅游学院
OBE理念下的产教融合与多元协同育人——四川旅游
学院环境设计专业艺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实践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25 内江师范学院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高校美育改革创新模式初探 ——
以内江师范学院“扶贫振乡”艺术工作坊为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25 四川民族学院
本土文化传承背景下的校本课程开发与实践
——以特色课间操开发为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27 四川师范大学
《春风化雨 以美育人 ——高校油画鉴赏课程教学改
革与实践 》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27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六位一体”素描教学优化对策 美育案例 乙组 一等奖

29 阿坝师范学院
非遗传承与高校美育的有效结合——以阿坝师范学院
藏纸研究中心为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29 西华大学
基于Kolb学习循环理论的设计创新能力培养与实践
——以大创项目“金沙文化特色纪念品设计”为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29 四川传媒学院 艺术与技术结合的影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29 西昌学院
高校公共艺术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案例—— 《彝族
元素浮雕课程混合教学应用设计》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33 西南民族大学 皮影艺术和动画技术结合的教学与应用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33 四川轻化工大学
从“课堂”回归“田野”：高校民间舞课程教学方式
的改革与创新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33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川南山区全科教师音乐技能培养研究——以泸州市辖
边远山区师资培养为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36 成都大学 重构的世界：新冠疫情影响下的国际高等舞蹈教育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36 成都大学
高校动画一流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以
成都大学动画一流专业为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36 西南民族大学
以“雕”树人：雕塑创作系列课程思政育人改革创新
典型案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36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校美育服务社会路径及实施 --以之乐室内合唱团
创建模式及社会服务为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40 西华大学
旅游文创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基于现代学
徒制的产学研用创新链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40 乐山师范学院
师范类院校书法艺术人才培养实施案例研究---以乐
山师范学院为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40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工作室制”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与实践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40 西华师范大学
以川北民俗文化为特色的高校美育实践探索 ——以
西华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实践工作坊与学生社团建
设为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40 四川音乐学院
《将知识转化为综合技能，衔接课堂与大地——以川
音景观设计专业毕业创作系列课程为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40 成都理工大学
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创新--互联网时代成
都理工大学图语创新融合与产业化发展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46 阿坝师范学院 《中国戏曲艺术鉴赏》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46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羌藏歌舞表演专业声乐课堂教学改革与实践创新》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46 成都理工大学
“新文科”背景下的“虚实空间整合创新”表演艺术
人才培养模式--以成都理工大学表演专业创新实践培
养模式为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46 成都东软学院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环境下应用型本科艺术专业思想政
治教育模式探索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46 四川轻化工大学
美术类实践课程线上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
以疫情期间《水彩》示范课程为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51 成都师范学院 美术师范生应用技能实训工作坊探索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51 西华大学
产教融合的项目驱动式案例教学研究——以西华大学
环境设计专业为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51 西华师范大学
师范院校公共书法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以西华
师范大学为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51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银花丝大师工作室案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51 成都体育学院
高校学生运动舞蹈艺术实践工作坊建设  ——基于“
舞蹈+健康”理念的体育美育改革案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56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美育筑魂不忘初心，艺德树人勇担使命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56 西南交通大学 青春交大·舞动中华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58 成都师范学院
音乐类非遗通过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数字化传承的可行
性探究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59 乐山师范学院
体验、感受、表达 ---高校公共音乐课程节奏教学改
革案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59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国家级非遗四川清音的比较研究与科学传承》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59 四川传媒学院
电影电视学院推进教学转型的探索——基于“电视频
道编辑”和“电视栏目编辑”两门课实施仿真实践教
学的分析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59 四川轻化工大学
高校美育服务社会路径及实施 ——以高校教师原创
歌曲《武汉，挺住！》为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63 四川师范大学 《美术教育之“立美造人》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63 成都师范学院 音乐学新课程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63 西昌学院
西部民族文化美育改革创新案例-彝族文化陶艺手工
坊建设

美育案例 乙组 二等奖

66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聚焦动态课堂  探究音教创新 ——成都艺术职业大
学音乐教学法案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66 西昌学院
高校美育服务社会路径及实施 ——走向校园文化建
设的浮雕艺术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66 四川轻化工大学 基于“互联网+”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课程的案例研究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69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情暖山区，共同成长——“绘想象”、“绘生活”公
益活动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70 西华大学 专创融合下产品设计科技创新实践课程改革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70 乐山师范学院
美育视域下师范类高校书法公共课 教学现状与改革
案例 ---以乐山师范学院公共书法教学为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72 西华师范大学 “大中小一体化”音乐课程改革实施策略探究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72 成都纺织高等学校
《基于成果导向教育国际范式的高职院校艺术类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72 四川传媒学院 高校表演艺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72 成都东软学院 推进专业综合实训课程改革强化数媒人才综合能力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76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让美育之花在脱贫攻坚路上精彩绽放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76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瓷”间风景南充美——基于南充自然风光与陶瓷艺
术融合的研究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76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2020年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抗击疫情主题美育案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79 四川工商学院
插画基础课程体系建设的创新研究 ——四川工商学
院艺术学院为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80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以美化人，美美与共——情系暮年，爱满夕阳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81 成都东软学院 跨学科、专业动画人才培养改革研究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82 阿坝师范学院
高校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以设计专业毕业设计
为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83 内江师范学院 民间舞课程分专业程度进行教学的改革案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83 绵阳师范学院
传媒文化假设有特色，培养学生美德显成效—以绵阳
师范学院微信公众号美育教育为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83 四川民族学院 浅析当前中国声乐教学中的韵母变形问题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83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高校美育创新工作案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87 四川轻化工大学
实景教学与对话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以《酒
店专题设计》课程为例

美育案例 乙组 三等奖



排名 学校名称 节目名字 类别 组别 获奖等次

1 四川文理学院 《巴蜀风情 孜莫格尼》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2 阿坝师范学院 《羊角花开》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3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母亲的微笑》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4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我是谁》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5 四川旅游学院 《走进美丽，走进神奇》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6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花儿纳吉歌》 声乐 甲组 一等奖

7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如果有来生》《闪亮的日子》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8 四川轻化工大学 《育心》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9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微微》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10 绵阳师范学院 《我爱你中国》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11 内江师范学院 《英雄》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12 四川民族学院 《蝴蝶泉边》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13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夜空中最亮的星》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14 四川农业大学 《夜空中最亮的星》 声乐 甲组 二等奖

15 电子科技大学 《年华似锦》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16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祖国颂》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17 成都文理学院 《匆匆那年》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18 四川警察学院 《人民公安向前进》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19 四川工商学院 《共创辉煌》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20 宜宾学院 《苗族风情》 声乐 甲组 三等奖

四川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获奖名单（班级合唱）



排名 学校名称 节目名字 类别 组别 获奖等次

1 西昌学院 《相信未来》 朗诵 甲组 一等奖

2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妈妈，我等了你二十年》 朗诵 甲组 一等奖

3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因为有你，青春而不平凡》 朗诵 甲组 一等奖

4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致敬老兵，奋斗青春》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5 四川传媒学院 《放歌新时代》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6 西华大学 《我爱你，中国》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7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我要对你说》 朗诵 甲组 二等奖

8 西南石油大学 《信念永恒》 朗诵 甲组 三等奖

四川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获奖名单（班级朗诵）



排名 学校名称 作品名称 类别 组别 获奖等次

1 四川文理学院 《王维诗》行草条幅 书法、篆刻 校长组 一等奖

2 四川文理学院 《斗方—录习近平同志讲话引用金句》 书法、篆刻 校长组 一等奖

3 四川文理学院 《不惑不忧不惧》草书条幅 书法、篆刻 校长组 一等奖

4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登高》 书法 书法、篆刻 校长组 一等奖

5 成都大学 《桃花源记》书法小楷 书法、篆刻 校长组 一等奖

6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草书《王维诗——渭城曲》/书法 书法、篆刻 校长组 一等奖

7 西南财经大学 书法作品 主题：自律为强 书法、篆刻 校长组 一等奖

8 西南财经大学 书法作品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书法、篆刻 校长组 一等奖

9 四川轻化工大学 书法 书法、篆刻 校长组 二等奖

9 西昌学院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书法 书法、篆刻 校长组 二等奖

11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学无涯，商有道》书法 书法、篆刻 校长组 二等奖

12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卜算子·咏梅 书法、篆刻 校长组 二等奖

1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春华秋实——巴金和他笔下的人物》 摄影、绘画 校长组 一等奖

2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农家小女孩》 摄影、绘画 校长组 一等奖

3 内江师范学院 《奋斗·生活》 摄影、绘画 校长组 一等奖

4 四川轻化工大学 《奇光异彩318国道》 摄影、绘画 校长组 一等奖

5 四川文理学院 《巴渝人家》 摄影、绘画 校长组 一等奖

6 攀枝花学院 《逆行者》 摄影、绘画 校长组 一等奖

7 四川音乐学院 《蜀道之上》 摄影、绘画 校长组 一等奖

8 四川农业大学 《疫中的校园》 摄影、绘画 校长组 一等奖

9 西华大学 《山河无恙》 摄影、绘画 校长组 一等奖

10 四川文理学院 《青春》 摄影、绘画 校长组 一等奖

11 四川文理学院 《稻香》 摄影、绘画 校长组 一等奖

12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庚子正月——逆行，进军武汉》 摄影、绘画 校长组 一等奖

13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牛背山云海》 摄影、绘画 校长组 二等奖

14 攀枝花学院 《诗和远方》 摄影、绘画 校长组 二等奖

15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彩虹映通途》 摄影、绘画 校长组 二等奖

16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终于等到你》 摄影、绘画 校长组 二等奖

17 四川文理学院 《起舞》 摄影、绘画 校长组 二等奖

18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醉美家乡夜》 摄影、绘画 校长组 二等奖

19 四川文理学院 《莲湖春色》 摄影、绘画 校长组 二等奖

20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晨》 摄影、绘画 校长组 二等奖

四川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获奖名单（书画摄影校长组）



序号 学校名称 评定奖项

1 四川文理学院 省级优秀组织奖

2 西华大学 省级优秀组织奖

3 西南石油大学 省级优秀组织奖

4 内江师范学院 省级优秀组织奖

5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省级优秀组织奖

6 四川工商学院 省级优秀组织奖

7 西昌学院 省级优秀组织奖

8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省级优秀组织奖

9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省级优秀组织奖

10 四川民族学院 省级优秀组织奖

11 四川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省级优秀组织奖

12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省级优秀组织奖

四川省第九届大学生艺术展演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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